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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江西十大名山之一的罗汉岩袁
是我省 4A级旅游景区袁 它不仅蕴涵丰
富的人文历史袁还汇聚了雄尧奇尧险尧秀
的自然景观于一身遥 明代才子王明阳留
恋此山美景留下院野古来绵江八大景袁名
扬四海传九州袁最是陈石山水色袁观后
胸中黄山无冶的赞美诗篇遥 近年来随着
交通及旅游配套设施的完善袁前往罗汉
岩的游客正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遥 游揽
罗汉岩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一个奇怪
的现象袁就是地处山顶垇处的油箩潭里
有许多小鱼袁 本地人称石弯子鱼袁 学名
叫溪石斑鱼遥 大家对这个谜百思不得其
解袁 仿佛明人邹元标出的对联一般袁无
人能答袁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尧实地踏看
等排查了几种可能性袁最终推断出一个
可能的结论遥

一是从水源中来
油箩潭的上游是连绵的群山袁山涧

沟壑汇集的雨水形成小溪流袁冲击形成
油箩潭遥 山上植被丰富袁水土保持很好袁
所以常年流水不断袁因上游没有水库等
贮水工程袁所以从上游流下的靠雨水汇
聚成的溪水就不可能带来鱼卵和小鱼
苗遥 油箩潭的里的水顺着沟壑从千丈崖

的峭壁上悬空飞驰而下袁飞流直下近百
米袁形成壮观的马尾水袁流入玄月湖遥 可
见湖里的鱼要想通过瀑布逆流而上游
到油箩潭也是不可能的遥 此外罗汉岩景
区属丹霞地貌袁不属于石灰岩类的地质
层袁地下也没有溶洞和阴河袁油箩潭的
水量受季节降雨量影响较大袁 春涨冬
枯遥 游箩潭也没有联结地下阴河袁所以
鱼苗从阴河游入也不可能遥 鱼不可能从
上游来袁也不可能从下游好袁更不可能
从水底来袁所以综合分析从水源中来的
推论基本可以排除遥

二是人为的投放
有一种可能袁就是人为投放进去的遥

比如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是俗称的观音菩
萨生日袁 这天民间很多善男信女都会采
购来大量的活鱼到江河放生遥 似乎也有
这种可能袁有人将玄月湖捕来溪石斑鱼袁
沿着登山的石阶翻越到百丈崖的背面油
箩潭投放遥 仔细分析从玄月湖八音涧旁
边的罗汉岩底攀爬到油箩潭最快也要半
个小时袁对于需氧量大袁必须在清洁的活
水中才能生存的溪石斑鱼来水袁 离开它
生活的水体在小小的木桶里五分钟也很
难存活袁人们放生是为了积善积德袁通常

也是将活鱼投放到大江大河等大型的水
体中去袁这样鱼的成活力也更高袁谁会吃
力不讨好袁把鱼送到山上去送死呢袁所以
人为投放也基本可以排除遥

三是鸟类带来
我们都知道袁鸟类是自然界很多植

物传播者遥 鸟类通过吞食植物的果实袁
排泄未被消化的植物种子袁 传播植物遥
很多鸟类喜欢栖息和生活在水源地周
围袁特别是南方广泛分布的翠鸟袁它的
食物主要是鱼遥 我们可以想象在某年春
暖花开的季节袁 玄月湖边的柳树下袁一
群溪石斑鱼正在岸边产卵袁雌鱼尧雄鱼
相互追逐着袁尽享生命之舞袁它们击起
的陈陈浪花袁吸引了早在技头上久久驻
立饥饿的翠鸟袁它一个猛子向水里的鱼
群冲去袁正好叼住一条雌鱼袁鱼拼命的
挣扎袁鸟的喙袁羽毛袁和爪子上沾上不少
受精的鱼卵遥 翠鸟迅速飞离水面袁向马
尾水的上方飞去袁翠鸟在一颗小树上尽
情的享受鱼的美味袁 吞食后舔了舔嘴
唇袁感觉有些口渴袁随后便飞到油箩潭
岸边喝水袁并顺便清理了一下身上的羽
毛遥 小鸟身上沾着的鱼卵便进入到油箩
潭的水中遥 我们知道鱼卵的生命力是很

顽强的袁正所谓千年的鱼仔袁万年的草
仔遥 鱼卵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孵化成为
小鱼遥 游箩潭水质清澈袁水温适中袁富含
藻类青苔袁这些都是溪石斑鱼喜欢的食
物袁所以溪石斑鱼从此便在这里安家繁
衍生息遥 这种小概率的事件也许每隔几
年都会发生袁当然小鸟也可能把其他鱼
的鱼卵带到这里袁比如鲤鱼尧鲫鱼等袁因
油箩潭的水浅袁基本为沙石底袁没有於
泥等腐殖物袁水中浮游生物较少袁水清
则无鱼袁大中型鱼类没有足够食物很难
生存袁而溪石斑这种小型杂食性鱼类很
适合这样的水质条件袁所以才能保持鱼
丁兴旺遥 当然每年的雨水季节袁暴涨的
山洪也可能把溪石斑冲入下游通过马
尾水瀑布进入玄月湖中袁也保证了油箩
潭里鱼类的动态平衡袁 不会鱼满为患遥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油箩潭里的鱼
是鸟类带来遥

神奇的罗汉岩袁有许多未解之谜期
待您的解开袁这也是瑞金人和导游们跟
游客介绍的这座千古奇山一个非常好
的互动话题遥 我们要让游客慕名而来袁
尽兴而归遥 达到野观后胸中黄山无冶的效
果袁以促进瑞金旅游产业的发展遥

彩礼的驱动力渊二冤
阴张爱明渊日东中心小学冤

渊接上期冤这类人袁特别是男孩袁只要有姐妹袁只要
父母缺乏普通赚钱尧生活能力遥 那好袁几乎无一例外需
要姐妹们的彩礼来给自己垫底遥 而且这群人花起父母尧
姐妹等亲人的钱来袁更是没有廉耻尧毫无下限遥 许多父
母袁一辈子吃苦耐劳尧老实本分袁也不奢求富贵遥 但为了
野不出息的儿子冶尧 将来的家庭香火延续袁 他们昧着良
心尧咬着牙往死里要彩礼遥 这种情形下的姐妹袁为了一
同长大的兄弟袁基本上都会听从父母而成野扶弟魔冶遥 这
种野彩礼冶袁往往会打开野潘多拉的盒子冶袁自始至终成为
女儿女婿一生的灾星遥

凡事利弊相依遥 要说彩礼逐高袁百害而无一利袁肯
定是说瞎话遥 近年来女婴出生率逐渐回升袁更多的家庭
重视女孩的教育袁 跟彩礼上涨尧 娶媳妇难也有一定关
联遥 否则袁遗弃尧溺杀女孩的行为袁不会逐渐减少袁以致
很难听闻了遥

娶亲难袁 也会在另一个层面上令父母更加重视男
孩自立更生尧自强奋斗的品格熏陶遥 对一个家庭来说袁
生男孩不仅仅是荣耀袁更维系风险尧声誉遥 略微有长远
眼光尧规划的父母袁都会从生下男孩开始袁重视家庭教
育尧财富积累尧信誉维护噎噎生怕有一天娶不上儿媳袁
成为一生的伤疤遥 有远见的男孩袁应会严格要求尧约束
自己袁学会吸引女孩袁经营感情尧家庭等袁努力成为优秀
的男人袁实现基本的人生目标遥

换句话说袁彩礼高袁总体上会刺激男孩成长得更加
优秀袁也更能够建设一个男女平等袁特别是家庭内部平
等氛围的养成袁积淀遥

曾经有一个说法袁丈母娘推高房价遥 为了妻子袁为
了房子尧车子尧票子袁一个个男孩尧家庭尧家族持续不懈
地勤俭打拼袁一步步夯实了中国经济的根基袁积累起了
巨大的社会财富遥 反之袁没有近乎残酷的生殖竞争袁没
有结婚彩礼的这个紧箍咒袁 不知道还有多少男孩会堕
落袁多少父母会放纵袁多少家庭会破败噎噎

睿智的父母袁不会人云亦云遥 父母如何看待女儿袁
对待女婿袁慎重彩礼袁应是区分人性善恶尧高下的分水
岭遥 称职的父母袁会为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幸福奠基袁而
不是给她们埋下隐患袁甚至葬送人生的幸福遥

一个睿智的民族袁不会墨守成规遥只要有利于社会进
步尧激励个人成长尧家庭奋斗的事情袁不会太视如洪水猛
兽袁更不会矫枉过正遥 现在一些地方尧部分人提出取消彩
礼袁鄙人深为忧虑遥 在国家尚未强盛袁国民收入处于瓶颈
的关键时期袁一旦全面取消彩礼袁全民鼓励裸婚遥那么袁多
少男孩尧 家庭最强内驱发动机熄火袁 后果可能是灾难性
的浴 国家的未来抓点尧家庭的明天动能袁从哪里寻觅钥

愿彩礼袁永远给每个年轻人添光加彩袁而不是沉重
的负担遥 这应是我们祖先设置彩礼的初衷袁更应是年轻
人以彩礼为起点袁实现人生飞跃的良好契机遥

为加强客家文化渊赣南冤生态
保护区建设与管理袁 促进文旅融
合发展袁近日袁客家文化渊赣南冤生
态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培训班开
班遥

据了解袁 今年是赣州市文旅
融合的开局之年袁 此次培训班是
融合之后开设的第一期袁 主要呈
现以下特点院 一是课程设置紧跟
需要遥 此次培训班站在全市文旅
融合的角度设置了客家文化 渊赣
南冤 生态保护区的保护方法和路

径尧 文旅融合对赣州旅游事业的
发展尧 文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和现
场教学等课程遥 二是聘请老师注
重专业性遥 邀请了赣南师范大学
客家文化研究院院长林晓平教
授尧 赣南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旅
游学院黄清喜博士进行了授课袁
他们结合丰富的客家文化研究和
文旅融合教学实践经验袁 给大家
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理论课曰同
时还邀请了市局相关负责人袁从
旅游实践的角度结合实际案例给

大家讲述文旅融合的方式方法袁
给大家上了一堂让人耳目一新又
具思考性的文旅融合实践课遥 三
是讨论交流突出主题遥 主要是围
绕野2020年全省旅发大会非遗看
什么冶野非遗如何转化为经济优
势冶野非遗进景区尧非遗创新发展冶
等为主题展开袁 各县市区代表均
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发表了看
法尧提出了问题尧进行了交流袁为
非遗切入旅游提出了很多好的工
作思路遥 幸菲菲

罗汉岩油箩潭里的鱼从哪来？
阴刘强渊卫监局冤

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培训班开班


